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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
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安全與國⺠⽣活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第⼆條　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

第三條　本條例適⽤範圍，為都市計畫範圍內非經⽬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
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且符合下列各款之⼀之合法建築物：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
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者。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者。

三、屋齡三⼗年以上，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未達
⼀定標準，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備者。

前項合法建築物重建時，得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地辦理。

本條例施⾏前已依建築法第八⼗⼀條、第八⼗⼆條拆除之危險建築物，
其基地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條例施⾏⽇起三年內，依本條例規定申請
重建。

第⼀項第⼆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由建築物所有權⼈委託經中
央主管機關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辦理。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員不得為不實之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
估報告書。

第⼀項第⼆款、第三款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之內容、申請⽅式、評估項
⽬、權重、等級、評估基準、評估⽅式、評估報告書、經中央主管機關
評定之共同供應契約機構與其⼈員之資格、管理、審查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條　主管機關得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其申請要件、補助額度、申請
⽅式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或⾃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對於前條第⼀項第⼆款、第三款評估結果有異議者，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應組成鑑定⼩組，受理當事⼈提出之鑑定申請；其鑑定結果



為最終鑑定。鑑定⼩組之組成、執⾏、運作及其他應遵⾏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依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時，新建建築物之起造⼈應擬具重建計畫，取得
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之同意，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依建築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執照。

前項重建計畫之申請，施⾏期限⾄中華⺠國⼀百⼗六年五⽉三⼗⼀⽇
⽌。

第六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得視其實際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
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點三倍之基準容積或
各該建築基地⼀點⼀五倍之原建築容積，不受都市計畫法第八⼗五條所
定施⾏細則規定基準容積及增加建築容積總和上限之限制。

本條例施⾏後⼀定期間內申請之重建計畫，得依下列規定再給予獎勵，
不受前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施⾏後三年內：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施⾏後第四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施⾏後第五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施⾏後第六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施⾏後第七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六、施⾏後第八年：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百分之⼀。

重建計畫範圍內符合第三條第⼀項之建築物基地或加計同條第⼆項合併
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地達⼆百平⽅公尺者，再給予各該建築基地基準
容積百分之⼆之獎勵，每增加⼀百平⽅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百分之零
點五之獎勵，不受第⼀項獎勵後之建築容積規定上限之限制。

前⼆項獎勵合計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

依第三條第⼆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地，適⽤第⼀項⾄第三項建
築容積獎勵規定時，其⾯積不得超過第三條第⼀項之建築物基地⾯積，
且最⾼以⼀千平⽅公尺為限。

依本條例申請建築容積獎勵者，不得同時適⽤其他法令規定之建築容積
獎勵項⽬。

第⼀項建築容積獎勵之項⽬、計算⽅式、額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七條　依本條例實施重建者，其建蔽率及建築物⾼度得酌予放寬；其標準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但建蔽率之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
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

第八條　本條例施⾏後五年內申請之重建計畫，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地及建築
物，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地區發展趨勢及財政狀況同意者，



得依下列規定減免稅捐。但依第三條第⼆項合併鄰接之建築物基地或⼟
地⾯積，超過同條第⼀項建築物基地⾯積部分之⼟地及建築物，不予減
免：

⼀、重建期間⼟地無法使⽤者，免徵地價稅。但未依建築期限完成重建
且可歸責於⼟地所有權⼈之情形者，依法課徵之。

⼆、重建後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半徵收⼆年。

三、重建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為⾃然⼈者，且持有重建後建築物，於
前款房屋稅減半徵收⼆年期間內未移轉者，得延⻑其房屋稅減半徵
收期間⾄喪失所有權⽌。但以⼗年為限。

依本條例適⽤租稅減免者，不得同時併⽤其他法律規定之同稅⽬租稅減
免。但其他法律之規定較本條例更有利者，適⽤最有利之規定。

第⼀項規定年限屆期前半年，⾏政院得視情況延⻑之，並以⼀次為限。

第九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輔導第三條第⼀項第⼀款之合法建築物重
建，就重建計畫涉及之相關法令、融資管道及⼯程技術事項提供協助。

重建計畫範圍內有居住事實且符合住宅法第四條第⼆項之經濟或社會弱
勢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住宅法規定提供社會住宅或租⾦
補貼等協助。

第⼗條　各級主管機關得就重建計畫給予補助，並就下列情形提供重建⼯程必要
融資貸款信⽤保證：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條第⼀項規定輔導協助，評估其
必要資⾦之取得有困難者。

⼆、以⾃然⼈為起造⼈，無營利事業機構協助取得必要資⾦，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者。

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後應優先推動重建之地區。

前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需之經費，中央主管機關應予以補
助。

第⼗條之⼀　商業銀⾏為提供參與重建計畫之⼟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或起造
⼈籌措 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重建計畫所需資⾦⽽辦理之放款，得不受銀
⾏法第七⼗⼆條之⼆之限制。 
⾦融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規定商業銀⾏辦理前項放款之最⾼額度。

第⼗⼀條　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機構及其⼈員違反第三條第五項規定為不實之
簽證或出具不實之評估報告書者，處新臺幣⼀百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

第⼗⼆條　本條例施⾏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條　本條例⾃公布⽇施⾏。

最後更新⽇期：2020-05-06
 



內政部營建署版權所有 © 2021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辦法
都市更新組
發布⽇期：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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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　本辦法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四
條第⼀項規定訂定之。

第⼆條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之申請要件，規定如下：

⼀、建築物所有權⼈依本條例第三條第四項規定，委託共同供應契約機
構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並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補助費⽤。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符合相關規定。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補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之⾏政作業費，其額度規定如下：

⼀、耐震能⼒初步評估：

（⼀）依評估費⽤補助。但總樓地板⾯積未達三千平⽅公尺者，每
棟補助額度不超過新臺幣⼀萬⼆千元；總樓地板⾯積三千平
⽅公尺以上者，每棟補助額度不超過新臺幣⼀萬五千元。

（⼆）審查費：每棟新臺幣⼀千元。

（三）⾏政作業費：每棟新臺幣五百元。

⼆、耐震能⼒詳細評估：

（⼀）依內政部營建署代辦建築物耐震能⼒詳細評估⼯作共同供應
契約（簡約）標價清單之評估費⽤。但每棟補助額度不超過
評估費⽤之百分之三⼗或新臺幣四⼗萬元為限。

（⼆）審查費：每棟依前⽬評估費⽤之百分之⼗五估算。但補助額
度以不超過新臺幣⼆⼗萬元為限。

（三）⾏政作業費：每棟新臺幣五千元。

前項總樓地板⾯積認定⽅式如下：

⼀、領得使⽤執照者：以使⽤執照登載為準。

⼆、未領得使⽤執照者：

（⼀）建物登記謄本所載之主建物⾯積。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前提報補助費⽤
需求計畫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前項補助費⽤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計畫⽬標。

⼆、計畫內容：包含優先補助範圍、辦理期程、執⾏⼈⼒、宣傳策略及
執⾏⽅式。

三、經費預估：包含補助項⽬及⾏政作業費。

四、預期成效。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事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未依本條例第四條第⼀項訂定⾃治法規者，
不予補助。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完成審查補助費⽤需求計畫書並核定補助額度後，通知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列規定申請撥付款項：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費⽤：

（⼀）第⼀期：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函、請款明細表、納入預算
證明及歲出計畫說明提要或未及納入預算之議會同意墊付函
等其他相關文件，申請撥付補助項⽬核定額度百分之五⼗。

（⼆）第⼆期：累計執⾏達總核定額度之百分之四⼗者，檢附請款
明細表、補助清冊、執⾏進度考核管制表、納入預算證明及
歲出計畫說明提要或未及納入預算之議會同意墊付函等其他
相關文件，申請撥付補助項⽬核定額度之百分之五⼗。

⼆、⾏政作業費：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函、請款明細表、納入預算證
明及歲出計畫說明提要或未及納入預算之議會同意墊付函等其他相
關文件，申請撥付補助核定額度。

前項補助費⽤應專款專⽤，並以納入預算⽅式辦理。年度終了仍有賸餘
時，應予繳回。

第⼀項核定之補助費⽤額度，中央主管機關得視營建建設基⾦或政府預
算等編列情形，予以調整。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不得以前條第⼀項之補助費⽤，補助下列各
款申請案件：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款所定情形。

⼆、已獲中央政府機關補助耐震能⼒評估項⽬。

三、建築物所有權⼈僅⼀⼈且非⾃然⼈。

四、建築物住宅使⽤樓地板⾯積比例未達三分之⼆。



五、已申請建造執照。

六、已申請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不予補助情形。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員辦理補助業務，並按⽉編製
執⾏進度表，於次⽉⼗⽇以前送中央主管機關；年度終了時，應編製年
度執⾏成果，於次年⼀⽉⼆⼗⽇以前送中央主管機關。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考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補助業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有下列情形之⼀經查核屬實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酌減或不予核定次年度補助費⽤：

⼀、未依核定之補助費⽤需求計畫書或本辦法規定辦理補助業務。

⼆、拒絕、規避或妨礙中央主管機關之考核。

第九條　本辦法⾃發布⽇施⾏。

最後更新⽇期：2019-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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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細則
都市更新組
發布⽇期：2017-08-01
內政部106.8.1台內營字第1060811276號令訂定發布

第⼀條　本細則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條規定訂定之。

第⼆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三款所定屋齡，其認定⽅式如下：

⼀、領得使⽤執照者：⾃領得使⽤執照之⽇起算，⾄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重建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下列文件之⼀認定建築物興建完⼯之
⽇起算，⾄申請重建之⽇⽌：

（⼀）建物所有權第⼀次登記謄本。

（⼆）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

（三）房屋稅籍資料、⾨牌編釘證明、⾃來⽔費收據或電費收據。

（四）其他證明文件。

第三條　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三款及第三項⽤詞，定義如下：

⼀、建築物耐震能⼒未達⼀定標準：指依本條例第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
進⾏評估，其評估結果為初步評估⼄級。

⼆、改善不具效益：指經本條例第三條第六項所定辦法進⾏評估結果為
建議拆除重建，或補強且其所需經費超過建築物重建成本⼆分之
⼀。

三、基地未完成重建：指尚未依建築法規定領得使⽤執照。

第四條　依本條例第五條第⼀項申請重建時，應檢附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書。

⼆、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項所定合法建築物之證明文件，或第三項所
定尚未完成重建之危險建築物證明文件。

三、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名冊及同意書。

四、重建計畫。

五、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五條　前條第四款所定重建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重建計畫範圍。

⼆、⼟地使⽤分區。

三、經依法登記開業建築師簽證之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

四、申請容積獎勵項⽬及額度。

五、依本條例第六條第五項所定辦法應取得之證明文件及協議書。

六、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規定應載明之事項。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受理第四條申請案件之⽇起三⼗⽇內完
成審核。但情形特殊者，得延⻑⼀次，延⻑期間以三⼗⽇為限。

前項申請案件應予補正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補正事項⼀
次通知申請⼈限期補正，並應於申請⼈補正後⼗五⽇內審查完竣；屆期
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

前⼆項申請案件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符合規定者，應予核
准；不合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第七條　新建建築物起造⼈應⾃核准重建之次⽇起⼀百八⼗⽇內申請建造執照，
屆期未申請者，原核准失其效⼒。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延⻑⼀次，延⻑期間以⼀百八⼗⽇為限。

第八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項所定減免稅捐，其期間起算規定如下：

⼀、依第⼀款免徵地價稅：⾃依建築法規定開⼯之⽇起，⾄核發使⽤執
照之⽇⽌。

⼆、依第⼆款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

（⼀）地價稅：⾃核發使⽤執照⽇之次年起算。

（⼆）房屋稅：⾃核發使⽤執照⽇之次⽉起算。

第九條　依本條例第八條第⼀項申請減免稅捐，規定如下：

⼀、免徵地價稅：起造⼈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重建期間
⼟地無法使⽤期間後，轉送主管稅捐稽徵機關依法辦理。

⼆、減徵地價稅及房屋稅：起造⼈檢附下列文件向主管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辦理：

（⼀）重建後全體⼟地及建築物所有權⼈名冊，並註明是否為重建
前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第四條第三款所定之名冊。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第⼗條　本條例第八條第⼀項第⼀款但書規定所定未依建築期限完成重建且可歸
責於⼟地所有權⼈之情形，為建築法第五⼗三條第⼆項規定建造執照失



其效⼒者。

第⼗⼀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地，依本條例第八條第⼀項第⼀款但書規定應課
徵地價稅時，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通知主管稅捐稽徵機關。

第⼗⼆條　本細則⾃發布⽇施⾏。

最後更新⽇期：201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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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都市更新組
發布⽇期：2020-11-10
內政部106.8.1台內營字第1060811278號令訂定 
內政部109.11.10台內營字第1090818856號令修正第⼀條、第四條之⼀條文 

第⼀條　本辦法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
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

第⼆條　本條例第六條⽤詞，定義如下：

⼀、基準容積：指都市計畫法令規定之容積率上限乘⼟地⾯積所得之積
數。

⼆、原建築容積：指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申請建
築時主管機關核准之建築總樓地板⾯積，扣除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編第⼀百六⼗⼀條第⼆項規定不計入樓地板⾯積部分後之樓
地板⾯積。

第三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於基準容積者，其容積獎勵
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或依原建築容積建築。

第四條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項各款之容積獎勵額
度，規定如下：

⼀、第⼀款：基準容積百分之⼗。

⼆、第⼆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第三款：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前項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依本條例第三條第三項規定申請重建者，其容積獎勵額度同前項第⼀款
規定。

第四條之⼀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未達⼆百平⽅公尺，且鄰接屋齡均未達三
⼗年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基準容積百分之⼆。但該
合法建築物符合本條例第三條第⼀項第⼀款者，不適⽤之。

第五條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建築基地⾃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四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
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
得⼩於⼆公尺並以淨空設計：基準容積百分之⼗。

⼆、建築基地⾃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
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
得⼩於⼆公尺並以淨空設計：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前項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第六條　建築物耐震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結構安全性能
者：

（⼀）第⼀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第⼆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三）第三級：基準容積百分之⼆。

前項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第七條　取得候選等級綠建築證書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鑽⽯級：基準容積百分之⼗。

⼆、黃⾦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積達五百平⽅公尺以上者，不適⽤前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規定之獎勵額度。

第八條　取得候選等級智慧建築證書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鑽⽯級：基準容積百分之⼗。

⼆、黃⾦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八。

三、銀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六。

四、銅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五、合格級：基準容積百分之⼆。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積達五百平⽅公尺以上者，不適⽤前項第四
款及第五款規定之獎勵額度。

第九條　建築物無障礙環境設計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

⼀、取得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基準容積百分之五。

⼆、依住宅性能評估實施辦法辦理新建住宅性能評估之無障礙環境者：

（⼀）第⼀級：基準容積百分之四。

（⼆）第⼆級：基準容積百分之三。



前項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得重複申請。

第⼗條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之公共設施⽤地，產權登記為公有
者，容積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五為上限，計算⽅式如下：

協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地之獎勵容積＝公共設施
⽤地⾯積×（公共設施⽤地之公告⼟地現值/建築基地之公告⼟地現值）
×建築基地之容積率。

前項公共設施⽤地應先完成⼟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
記等法律關係之清理，並開闢完成且將⼟地產權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
（市）有或鄉（鎮、市、區）有後，始得核發使⽤執照。

第⼗⼀條　起造⼈申請第六條⾄第九條之容積獎勵，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訂協議書。

⼆、於領得使⽤執照前繳納保證⾦。

三、於領得使⽤執照後⼆年內，取得耐震標章、綠建築標章、智慧建
築標章、無障礙住宅建築標章、通過新建住宅性能評估結構安全
性能或無障礙環境評估。

前項第⼆款之保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實際需要訂
定；未訂定者，依下列公式計算：應繳納之保證⾦額＝重建計畫範圍
內⼟地當期公告現值×零點四五×申請第六條⾄第九條之獎勵容積樓地
板⾯積。

起造⼈依第⼀項第三款取得標章或通過評估者，保證⾦無息退還。未
取得或通過者，不予退還。

第⼗⼆條　申請第三條⾄第六條規定容積獎勵後，仍未達本條例第六條第⼀項所
定上限者，始得申請第七條⾄第⼗條之容積獎勵。

第⼗三條　本辦法⾃發布⽇施⾏。

最後更新⽇期：20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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